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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版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喜迎!"周年

半世纪奋斗初心不改，始终为人民健康谋福祉
起步使命光荣! 勇担市郊居

民就医需求

!"#$ 年!为贯彻国家"六#二六$指
示精神!上海县决定在上海西南地区的
莘庄镇创建一所综合性医院!%"&" 年 '

月!这家新医院正式成立!取名上海县
"六#二六$医院% 这就是复旦大学附属
闵行医院的前身%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诞生之初就
肩负光荣使命&&&致力于满足当地镇居
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% 谈及初创场景!

老职工记忆犹新'"常常为了抢救一个病
人!全院医生一起发动!全力以赴!直至病
人转危为安% $

建院初期!尽管起步底子薄!但在全
体医务人员齐心合力(不畏艰难的辛勤努
力下!医院综合能力逐渐提高!为以后的
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基础% 到
!"()年! 这家医院的年门急诊量已达 !*

万人次%

+"($年!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
大地!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紧紧抓住历
史机遇!在硬件建设(医院管理(医疗质
量(学科建设(人才培养(科研能力(社会
服务等诸多方面整体推进% 到上世纪 $,

年代末!这里已能开展部分骨科(外科上
腹部手术(肿瘤切除手术及全膀胱和前列
腺摘除术% 其中!内科还成功实施了上海
郊县首例"持续性心房纤颤电复律$的治
疗!外科成功实施了上海郊县首例"经尿
道前列腺电切术$和"急性坏死性胰腺炎
病灶清除术$%

!"$$ 年! 全国爆发大规模流行性
甲肝疫情% 当时莘庄地区无传染病隔
离病房!市(县两级政府对医院下达了
紧急命令!限期开设肝炎病房% 接到任
务后!医院紧急调动医务人员!全院职
工放弃休息! 在短短六天内开设出肝
炎病房! 先后收治莘庄地区及市内病
人 !*, 多人!这些病人后来全部康复出
院% 这是对这家医院实际承担全县 -,

多万人医疗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 !它
成功经受了考验%

!"".年! 原闵行区和上海县撤二建
一!组建新闵行区!同年 (月 *.日经上海
市卫生局批准医院更名为"闵行区中心医
院$% %""/年 "月 %.日闵行区中心医院
正式被核准为二级甲等医院!综合实力再
上新台阶%

锐意改革!始终是同行佼佼者

随着城市快速发展!大量市区人口导
入闵行!对医疗服务提出更高要求% %""$

年!闵行区政府就闵行区中心医院的发展
提出"区校共建$的思路!即硬件建设由区
政府投入!软件建设与高校合作% %""$年
.月!闵行区政府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达
成协议共建闵行区中心医院!目标建设一
座高水平的二级甲等医院%

在 "区校共建$ 目标的引导下!%""$

年 %,月! 闵行区中心医院在原址内进行
改扩建!并在提升硬件的同时!依靠上海
第二医科大学的技术优势!引入一批医学
专家到医院指导带教%"区校共建$模式为
闵行区中心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
与平台%

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!到上世纪
",年代末! 闵行区已从原有 *万多人口
的新区!快速增长为拥有 %,,多万人口的

大区!急速增长的人口对具有城乡结合特
点的闵行卫生事业提出了新挑战%如何在
"区校共建$的平台上更好地(持续地提高
综合实力!是摆在闵行区政府(闵行区中
心医院面前的重要课题% 为此!闵行区政
府萌发了与著名三级医院更紧密合作办
院的设想%

*,,,年 $月! 闵行区卫生局与上海
瑞金医院集团组建上海瑞金医院集团闵
行区中心医院!由瑞金医院集团派出管理
与医疗技术专家队伍参加闵行区中心医
院的管理与临床医疗工作%在上海第二医
科大学和瑞金医院集团的优势资源支持
下! 医院的整体实力有了较大提高!*,,.

年卫生部技术评估中心专家组考核评估'

医院整体实力居上海市二级甲等医院先
进行列%

此后!医院在教育(科研(临床等领域
取得一系列突破'*,,& 年首次获得国家
自然基金合作项目 % 项!*,,( 年诞生了
首篇 012收录论文!3,,"年成为"上海市
急性急救创伤中心$!4,%4年新增急诊医

学科( 心脏内科为市医学重点专科!4,%.

年取得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))到
4,%.年! 闵行区中心医院门急诊量已达
4-/万人次!综合实力稳步提升%

医教研协同发展! 新征程上
续华章

4,%-年!医院迎来崭新发展机遇% 这
年!闵行区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签订"共
建医教研协同型健康服务体系合作协
议$! 并将共建闵行区中心医院作为启动
全方位区校战略合作的首个签约项目!闵
行区中心医院正式筹建"复旦大学附属闵
行医院$%

经四年创建(五次严格评审!4,%$年
(月!闵行区中心医院举行"复旦大学附
属闵行医院$揭牌仪式!正式成为复旦大
学第 %.家附属医院%

目前!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有临
床(医技科室 ."个!年门急诊量突破 4&,

万人次!年抢救达 %,,,,人次!危重患者

抢救成功率达 "/5* 年出院 --,,,余人
次!年手术 *(,,, 余人次!其中三(四级
手术近 +*,,,例! 均位居同级医院前列%

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不断增加!如喉返神经
术中监测(超微血管显像技术在膀胱占位
病变中的应用( 妇科单孔腹腔镜技术!近
三年就有 *,余项%急诊医学科(心血管内
科(妇科(内镜中心(药剂科等先后成为上
海市医学重点专科!消化+内镜,(骨科+康
复,成为区域大学科*医院创建成为"全国
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$%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医疗水平的
快速提升!得益于复旦大学医疗系统的有
力支持% 医院于 *,+/年 /月成立上海医
疗系统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! 顾玉东院
士(周良辅院士(葛均波院士团队入驻工
作站!带领和指导骨科(神经外科和心血
管内科等科室全面提升学科水平% *,+(

年!"红房子医院$专家团队工作室("大国
工匠$周平红教授内镜工作站(上海复旦
临床病理诊断中心6闵行区疑难病理会诊
平台等陆续进驻医院% *,+$年起!医院分

别签约 &,余名来自中山医院(华山医院(

妇产科医院(儿科医院的特聘顾问(学术
主任!让闵行区域百姓!在家门口就能享
受到三级医院水平的医疗资源和服务%

为贯彻健康上海战略!满足人民群众
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新需求!复旦大学附
属闵行医院以推进"闵行捷医$平台建设
为抓手着力打造"智慧医院$!为患者提供
融线上6线下平台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!

大大提高就诊效率!缩短患者平均就诊时
间 -,分钟*积极打造了"宫颈疾病诊治专
科 +7!8!双向转诊服务模式$和"中风 !9

39,急救头等舱$等有"温度$的市级医疗
服务品牌! 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获得
感%

同时!医院大力提高教学(科研水平!

不断促进医教研全面发展% 3,+'年至今!

医院取得国家自然基金 3#项( 国家十三
五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+项(国家自然基
金委重点研发项目 +项( 市科委课题 +$

项(市卫健委课题 3+项(区科委课题 +:(

项*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+项(

上海医学科技三等奖 3项*举办国家级继
续教育项目 :+ 次!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
(:,篇!其中 012 收录 3,,多篇*获得国
家发明专利 $项))3,+(年中国大陆医
院科研能力自然指数排行榜中!复旦大学
附属闵行医院力压国内众多三级医院!跻
身百强榜+排名 #)位,%

时间年轮! 刻印下奋斗者的足迹*妙
手仁心!书写着对民众健康的坚守% 在医
院党委的领导下!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
院凝聚群团力量!不断凝练医院文化%建
设"文化长廊$!打造医院文化载体*开展
各类传统文化和职工文体活动! 增强职
工凝聚力*树立(挖掘和弘扬先进典型!

生动践行"爱生命(尚仁术(讲奉献(求卓
越$的行业精神%医院获得全国"五一$劳
动奖章(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(上海市文
明单位(上海市"五一$劳动奖章(上海市
"三八$红旗集体和红旗手(上海市卫生
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市级及以上荣誉
::,余项%

回首五十年的发展!我们看到了几代
"闵医人$ 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! 放眼未
来!我们看到"闵医人$振奋精神!坚持"一
切为了民众健康$的宗旨!充分发挥医院
的品牌(管理(技术和人才优势!努力实现
"百姓放心(员工称心!医教研协同创新之
一流大学附属医院$的发展目标!期待在
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上再续华章%

闵行区地广人多!多年来!复旦大学
附属闵行医院始终积极响应医改号召!

致力于加强区域医疗联动! 推进资源整
合!包括设立区域会诊中心!承担周边社
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帮扶工作! 开展
;<10(=>0?( 眼底镜会诊等业务协作!

协助管理双向转诊床位 ++,余张( 完善
与"+*,$院前院内急救联动机制等!一系
列工作旨在尽力满足区域内居民的健康
服务需求%

这其中!"中山医院9闵行$ 医联体
建设尤其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好举措%

*,+( 年 ( 月!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
院投入"中山医院9闵行$医联体建设!

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龙头! 复旦
大学附属闵行医院为骨干! 区域 (家社
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! 形成了紧密型医
联体格局%

在医联体建设过程中! 复旦大学附
属闵行医院借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
的品牌(管理(技术和人才优势!全面提
升医疗( 教学和科研能级! 建设重心由
"体量$逐渐转向"质量$!着力打造基础
扎实(特色明显(管理精细(服务优良的

区域医疗中心和三级综合性医院%

在中山医院专家的带领下! 复旦大
学附属闵行医院开展了丘脑肿瘤切除术
等高难度手术! 陆续开设出中风 +*,联
合门诊(脊柱疾病联合门诊(联合药学门

诊等多个多学科联合门诊+=@A,!打造
"一站式诊疗服务$ 品牌! 深受居民欢
迎%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现有 +$个科
室与中山医院开展紧密协作! 计划通过
专家技术支撑!形成专病诊疗特色!打造

有区域竞争力的专业科室%

为助力分级诊疗政策推进! 复旦大
学附属闵行医院还通过医联体落实社区
帮扶!真正做到人才下沉(资源下沉!提
高社区诊疗能力% 3,+$ 年!复旦大学附
属闵行医院向医联体内 (家社区卫生服
务中心选派专业技术人才开展业务培
训!为"+8+8+$签约居民提供社区上转
优先预约(优先缴费(优先就诊(优先检
查等便利! 其中!3,+$ 年社区预约专家
门诊及检查 3,$"人次%

医院还通过开展社区病例远程会
诊! 使社区病例的诊断正确率提升至
"/B以上!3,+$ 年共计开展 ;<10 远程
医学影像会诊 3,C& 万例!=>0? 远程心
电图会诊 +,C, 万例*接收多家社区卫生
服务中心宫颈癌早期筛查的涂片病理检
测! 及时发现异常进行癌前干预!*,+$

年共检测 .C"万例%

医院还建成为国家胸痛中心( 上海
市急性创伤急救中心( 闵行区脑卒中临
床救治中心( 闵行区消化内镜诊治中心
等多个区域疾病诊疗中心! 实现医联体
单位服务能力与效率双提升%

着力建设医联体，积极投身医改洪流

地处闵行!心系患者!只要国家与
人民需要!"闵医人$总是冲在一线%

在 /, 年的办院历程中! 复旦大学
附属闵行医院长期致力于支持边远地

区的医疗卫生建设工作! 提升边远地
区的医疗服务水平%

*,,, 年至 *,+" 年!复旦大学附属
闵行医院先后派出 / 批(*. 名医务人

员赴摩洛哥拉西迪亚医疗援建!派出 (

批(+- 名医务人员赴新疆泽普医疗援
建! 派出 $ 批($ 名医务人员赴云南医
疗援建! 派出 + 批(+ 名医务人员赴西
藏医疗援建% 他们因出色的表现分别
被授予"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$

"中国援摩洛哥先进医疗队队员 $"上
海市优秀志愿者$"上海市优秀援疆干
部人才$等光荣称号%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!也常有"闵
医人$的身影% *,,. 年!全院上下共同
抗击 0<D0!医院共完成 &-$( 例呼吸专
科病人的诊治和 -$ 例留院隔离观察
病人的治疗% 及时发现(隔离并转送了
上海市第 / 例非典病人! 并以高度的
责任心迅速隔离( 留院观察了上海市
第 & 例非典病人! 同时做到了医务人
员"零感染$!圆满地完成了"抗非$任
务%医院抗击 0<D0 的工作得到了上级
部门的肯定! 荣获上海市卫生系统抗
击 0<D0 模范集体等奖项%

4,,$ 年 / 月 +4 日!举世震惊的汶
川大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
难!医院在第一时间组建了由外科(骨

科(内科等 4-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抗震
救灾医疗队!随时待命赶赴灾区% / 月
+$ 日! 医院第一批援川医疗队员赶赴
灾区! 此后又有 / 批 " 名医务人员奔
赴灾区参加医疗救援! 出色的表现获
得各级领导和当地人民肯定! 一名援
川队员荣获 "全国抗震救灾医药卫生
先进$称号% 医院党政领导和各部门也
积极为援川医疗队员做好后勤保障 !

组织全院职工先后为地震灾区捐款 .,

余万元!捐助物资价值 4C( 万元!共产
党员另缴纳"特殊党费$(+$// 元%

这些年来! 医院还承担了大量的
医疗保障任务! 包括对世界特殊奥林
匹克运动会("东丽杯$ 国际马拉松比
赛等的医疗保障% 在 4,+$ 年首届中国
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!医院组建 .. 人
的应急医疗保障队和 / 人现场医疗
队! 出色完成进博会定点医院和现场
医疗站的医疗卫生保障任务! 医院荣
获市医务工会"凝心聚力进博会(医疗
服务创一流$优秀团队% 4,+" 年!医院
又一次投入到第二届进博会的医疗保
障工作中%

国家需要时，他们总是冲在一线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已连续
十一届获得"上海市文明单位$称号!

还成功创建了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
地!已有 "(,余名职工注册志愿者%

良好的医院院风(持续奋发的精
气神!来自这家医院常抓不懈的党建
工作% "切实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
导!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!落实健
康上海工作要求!努力建设让患者放
心(让人民满意的公立医院% $这是
"闵医人$的共识% /,年来!医院党委
发挥把方向(管大局(作决策(促改
革(保落实的领导作用!为全面推进
各项工作平稳(有效开展提供坚强的
思想和组织保证%

医疗改革推进不易! 在此期间!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坚持加强干
部队伍建设!为医院改革(发展提供
有力支持%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!

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战斗
堡垒% 自建院以来!党员从 +,余名发
展为 .-, 多名!党支部从 + 个增加到
+. 个!并且通过推进创新型(服务型
党支部建设! 开展党建创新项目 4,

个!有机融合党组织活动和医院中心
工作%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!注重人
才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协调发展!医院
先后有 4 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(4

人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提名奖(+ 人
入选市浦江人才(+-人入选闵行区领
军人才(/ 人入选闵行区拔尖人才((

人入选闵行健康卫士+含提名,(+(人

入选闵行区医学学科带头人(领航人
才和骨干人才! 引进国家青年千人 +

名% 坚持党风廉政建设!把思想教育
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! 常抓不
懈%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是闵行
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(区
医疗健康专委会成员单位!依托区域
化党建大平台!以"中山医院9闵行$

等医联体建设为契机!医院将党建有
效融入工作! 积极探索并实践 "党
建8$新模式!助推区域化党建工作%

比如!申报并开展了区医疗健康专委
会医联体党建重点项目"医联体党建
搭平台专家社区送健康$! 由复旦大
学附属闵行医院牵头!"中山医院9闵
中心9社区$ 党支部联合搭建党建平
台!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!将三级
医院专家和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社
区!提升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和对医
疗服务的获得感%

和谐医患关系! 需要彼此 "交
心$%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"党建8$

创新开展医患互换体验活动!邀请区
政协委员(区镇人大代表(党代表和
居民代表等用"暗访$的形式到医院
体验就医流程!发现就医环节和服务
中存在的问题!为医院进一步提高服
务水平提出建议% 这些活动不仅受到
了参与者的好评!也丰富了党建工作
的内涵!让"党建8$工作切实写在医
院改革的成就(百姓健康的成果上%

“党建+”新模式

促进医院协调发展

五十年风雨兼程! 承载生命

嘱托"五十年拼搏奋进!谱写岁月

华章#今年!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

院 $又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

闵行分院%闵行区中心医院&迎来

成立 /, 周年' 历经半世纪奋斗!

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综合实力

显著提升! 尤其是近十余年在各

级政府%市区卫健委%复旦大学%
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% 上海交通

大学医学院%中山医院%瑞金医院

等单位的支持下! 医院已成为立

足闵行% 辐射上海西南区域的医

疗中心! 丰富的改革成果写在百

姓的健康上#

医院聘任首批特聘顾问!学术主任"全面提升医疗!教学和科研能级

#医联体党建搭平台专家社区送健康$医联体党建首次活动

医院进博会应急医疗保障队


